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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智能垃圾分类回收装置及其控制系统，

属于垃圾回收技术领域，解决了垃圾分类回收程

度低造成资源浪费等技术问题。解决方案为：一

种智能垃圾分类回收装置，包括底座以及设在底

座顶面的塑料瓶收集箱、废纸类反应室、废塑料

反应室、废电池收集箱、厨余颗粒收纳室、废油回

收收纳室和玻璃瓶收集箱，废纸类反应室和废塑

料反应室上方设有信息显示屏，垃圾分类回收装

置顶部设有太阳能发电板；控制系统包括人脸识

别装置、信息采集模块、单片机、信息显示屏、执

行模块、电池模块、无线通讯模块和远程监控终

端。本发明通过接收、粉碎、压缩、称重计价，自动

支付等功能，可以实现各类不同可回收垃圾的有

效回收，实现循环利用、变废为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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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垃圾分类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底座(1)以及从左往右依次设在底座

(1)顶面的塑料瓶收集箱(2)、废纸类反应室(3)、废塑料反应室(4)、废电池收集箱(5)、厨余

颗粒收纳室(6)、废油回收收纳室(7)和玻璃瓶收集箱(8)，所述废纸类反应室(3)和废塑料

反应室(4)上方设有信息显示屏(9)，所述垃圾分类回收装置顶部设有太阳能发电板(10)；

所述塑料瓶收集箱(2)前侧壁上部设有塑料瓶投递口(2-1)、后侧壁设有塑料瓶回收

门；所述废纸类反应室(3)前侧壁上部设有废纸类投递口(3-1)、后侧壁设有废纸类回收门；

所述废塑料反应室(4)前侧壁上部设有废塑料投递口(4-1)、后侧壁设有废塑料回收门；所

述废电池收集箱(5)前侧壁上部设有废电池投递口(5-1)、后侧壁设有废电池回收门；所述

厨余颗粒收纳室(6)前侧壁上部设有实箱投递口(6-1)、前侧壁下部设有空箱取出口(6-2)、

后侧壁设有箱体回收门；所述废油回收收纳室(7)前侧壁上部设有实壶投递口(7-1)、前侧

壁下部设有空壶取出口(7-2)、后侧壁设有壶体回收门；所述玻璃瓶收集箱(8)前侧壁上部

设有玻璃瓶投递口(8-1)、后侧壁设有玻璃瓶回收门；

所述塑料瓶投递口(2-1)、废纸类投递口(3-1)、废塑料投递口(4-1)、废电池投递口(5-

1)、实箱投递口(6-1)、空箱取出口(6-2)、实壶投递口(7-1)、空壶取出口(7-2)和玻璃瓶投

递口(8-1)处均设有保护门；所述废电池投递口(5-1)内设有计数器；

所述废纸类反应室(3)和废塑料反应室(4)中由上至下依次设置有粉碎装置(3-2)、压

缩装置(3-3)和存储腔(3-4)，所述粉碎装置(3-2)设在所述废纸类反应室(3)和废塑料反应

室(4)的投递口内侧；

所述厨余颗粒收纳室(6)内腔上部设有实箱存放区(6-3)，所述厨余颗粒收纳室(6)内

腔下部设有空箱存放区(6-4)，所述实箱存放区(6-3)顶部设有实箱传输装置(6-5)，所述空

箱存放区(6-4)底面后侧与空箱取出口(6-2)相对应位置处设有电动推杆Ⅰ(6-6)；所述实箱

存放区(6-3)与实箱投递口(6-1)连通，所述空箱存放区(6-4)与空箱取出口(6-2)连通；所

述实箱投递口(6-1)内侧下方设有电子称重磅Ⅰ(6-7)；所述实箱存放区(6-3)中存放实箱，

所述空箱存放区(6-4)中设有若干空箱；

所述废油回收收纳室(7)内腔上部设有实壶存放区(7-3)，所述废油回收收纳室(7)内

腔下部设有空壶存放区(7-4)，所述实壶存放区(7-3)顶部设有实壶传输装置(7-5)，所述空

壶存放区(7-4)底面后侧与空壶取出口(7-2)相对应位置处设有电动推杆Ⅱ(7-6)；所述实

壶存放区(7-3)与实壶投递口(7-1)连通，所述空壶存放区(7-4)与空壶取出口(7-2)连通；

所述实壶投递口(7-1)内侧下方设有电子称重磅Ⅱ(7-7)；所述实壶存放区(7-3)中存放实

壶，所述空壶存放区(7-4)中设有若干空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垃圾分类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实箱传输装置

(6-5)包括前后方向设置于厨余颗粒收纳室(6)内腔顶部的轨道(6-5-1)、设于轨道上且沿

轨道往复运动的的实箱抓手(6-5-2)和实箱抓手驱动装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垃圾分类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实壶传输装置

(7-5)包括前后方向设置于废油回收收纳室(7)内腔顶部的轨道(7-5-1)、设于轨道上且沿

轨道往复运动的的实壶抓手(7-5-2)和实壶抓手驱动装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智能垃圾分类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实箱和实壶封

口处均设有二维码。

5.一种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垃圾分类回收装置的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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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识别装置(11)、信息采集模块、单片机、信息显示屏(9)、执行模块、电池模块、无线通讯模

块和远程监控终端；

所述人脸识别装置(11)设于所述塑料瓶收集箱(2)和玻璃瓶收集箱(8)上方，所述人脸

识别装置(11)的信号输出端与单片机的信号输入端连接，所述人脸识别装置(11)对人脸信

息进行识别并将识别信息发送至单片机进行数据处理；

所述信息采集模块包括电子称重磅Ⅰ(6-6)、电子称重磅Ⅱ(7-7)、若干满箱模块和计数

器，所述信息采集模块的信号输出端与单片机的信号输入端连接，所述信息采集模块将所

采集到的信息发送至单片机进行数据处理；

所述执行模块包括保护门、粉碎装置(3-2)、压缩装置(3-3)、实箱传输装置(6-5)和实

壶传输装置(7-5)，所述执行模块的输入端与所述单片机的信号输出端连接，所述执行模块

接受单片机发送的执行信号并进行执行接收信号信息；

所述单片机的信号输出端与信息显示屏(9)的信号输入端连接，所述信息显示屏(9)接

受单片机发送的显示信息信号并进行显示；

所述太阳能电池板(10)的电能输出端与电池模块的电能输入端连接；所述太阳能电池

板(10)将采集到的太阳能转化为电能，并将其输送至电池模块存储；电池模块分别与人脸

识别装置(11)、信息采集模块、单片机、无线通讯模块、信息显示屏(9)和执行模块之间电气

连接；

所述单片机与无线通讯模块之间电气连接，所述无线通讯模块与远程监控终端之间通

过无线信号连接，所述单片机将信息通过无线通讯模块发送至远程监控终端。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智能垃圾分类回收装置的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信

息采集模块还包括二维码扫描装置，所述二维码扫描装置设于所述实箱投递口(6-1)和实

壶投递口(7-1)一侧，所述二维码扫描装置的信号输出端与单片机的信号输入端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智能垃圾分类回收装置的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远

程监控终端包括监控平台和客户移动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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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垃圾分类回收装置及其控制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垃圾回收技术领域，具体涉及的是一种智能垃圾分类回收装置及其控

制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的飞速发展，虽然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却

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在这之中垃圾就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现在城市之中垃圾的

总量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为了更方便的做好垃圾的回收和处理，现在都提倡垃圾分类。

[0003] 现有的垃圾回收只是通过简单的分类垃圾桶进行回收，不具备压缩粉碎功能，其

分类回收效率低，且市民分类垃圾的积极性不高，很难做到垃圾有效的分类回收，造成垃圾

处理难度大以及资源的浪费。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缺点，提供一种智能垃圾分类回收装置及其控

制系统，解决了目前普通垃圾分类回收柜回收程度低，形成不了有偿回收、垃圾分类政策难

于落实、造成资源浪费和管理费用成本过高等技术问题。

[0005]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一种智能垃圾分类回收装置，其中：包

括底座以及从左往右依次设在底座顶面的塑料瓶收集箱、废纸类反应室、废塑料反应室、废

电池收集箱、厨余颗粒收纳室、废油回收收纳室和玻璃瓶收集箱，所述废纸类反应室和废塑

料反应室上方设有信息显示屏，所述垃圾分类回收装置顶部设有太阳能发电板；

[0006] 所述塑料瓶收集箱前侧壁上部设有塑料瓶投递口、后侧壁设有塑料瓶回收门；所

述废纸类反应室前侧壁上部设有废纸类投递口、后侧壁设有废纸类回收门；所述废塑料反

应室前侧壁上部设有废塑料投递口、后侧壁设有废塑料回收门；所述废电池收集箱前侧壁

上部设有废电池投递口、后侧壁设有废电池回收门；所述厨余颗粒收纳室前侧壁上部设有

实箱投递口、前侧壁下部设有空箱取出口、后侧壁设有箱体回收门；所述废油回收收纳室前

侧壁上部设有实壶投递口、前侧壁下部设有空壶取出口、后侧壁设有壶体回收门；所述玻璃

瓶收集箱前侧壁上部设有玻璃瓶投递口、后侧壁设有玻璃瓶回收门；

[0007] 所述塑料瓶投递口、废纸类投递口、废塑料投递口、废电池投递口、实箱投递口、空

箱取出口、实壶投递口、空壶取出口和玻璃瓶投递口处均设有保护门；所述废电池投递口内

设有计数器；

[0008] 所述废纸类反应室和废塑料反应室中由上至下依次设置有粉碎装置、压缩装置和

存储腔，所述粉碎装置设在所述废纸类反应室和废塑料反应室的投递口内侧；

[0009] 所述厨余颗粒收纳室内腔上部设有实箱存放区，所述厨余颗粒收纳室内腔下部设

有空箱存放区，所述实箱存放区顶部设有实箱传输装置，所述空箱存放区底面后侧与空箱

取出口相对应位置处设有电动推杆Ⅰ；所述实箱存放区与实箱投递口连通，所述空箱存放区

与空箱取出口连通；所述实箱投递口内侧下方设有电子称重磅Ⅰ；所述实箱存放区中存放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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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所述空箱存放区中设有若干空箱；

[0010] 所述废油回收收纳室内腔上部设有实壶存放区，所述废油回收收纳室内腔下部设

有空壶存放区，所述实壶存放区顶部设有实壶传输装置，所述空壶存放区底面后侧与空壶

取出口相对应位置处设有电动推杆Ⅱ；所述实壶存放区与实壶投递口连通，所述空壶存放

区与空壶取出口连通；所述实壶投递口内侧下方设有电子称重磅Ⅱ；所述实壶存放区中存

放实壶，所述空壶存放区中设有若干空壶。

[0011] 进一步，所述实箱传输装置包括前后方向设置于厨余颗粒收纳室内腔顶部的轨

道、设于轨道上且沿轨道往复运动的的实箱抓手和实箱抓手驱动装置。

[0012] 进一步，所述实壶传输装置包括前后方向设置于废油回收收纳室内腔顶部的轨

道、设于轨道上且沿轨道往复运动的的实壶抓手和实壶抓手驱动装置。

[0013] 进一步，所述实箱和实壶封口处均设有二维码，所述实箱和实壶封口处均设有二

维码。

[0014] 一种智能垃圾分类回收装置的控制系统，其中：包括人脸识别装置、信息采集模

块、单片机、信息显示屏、执行模块、电池模块、无线通讯模块和远程监控终端；

[0015] 所述人脸识别装置设于所述塑料瓶收集箱和玻璃瓶收集箱上方，所述人脸识别装

置的信号输出端与单片机的信号输入端连接，所述人脸识别装置对人脸信息进行识别并将

识别信息发送至单片机进行数据处理；

[0016] 所述信息采集模块包括电子称重磅Ⅰ、电子称重磅Ⅱ、若干满箱模块和计数器，所

述信息采集模块的信号输出端与单片机的信号输入端连接，所述信息采集模块将所采集到

的信息发送至单片机进行数据处理；

[0017] 所述执行模块包括保护门、粉碎装置、压缩装置、实箱传输装置和实壶传输装置，

所述执行模块的输入端与所述单片机的信号输出端连接，所述执行模块接受单片机发送的

执行信号并进行执行接收信号信息；

[0018] 所述单片机的信号输出端与信息显示屏的信号输入端连接，所述信息显示屏接受

单片机发送的显示信息信号并进行显示；

[0019] 所述太阳能电池板的电能输出端与电池模块的电能输入端连接；所述太阳能电池

板将采集到的太阳能转化为电能，并将其输送至电池模块存储；电池模块分别与人脸识别

装置、信息采集模块、单片机、无线通讯模块、信息显示屏和执行模块之间电气连接；

[0020] 所述单片机与无线通讯模块之间电气连接，所述无线通讯模块与远程监控终端之

间通过无线信号连接，所述单片机将信息通过无线通讯模块发送至远程监控终端。

[0021] 进一步，所述信息采集模块还包括二维码扫描装置，所述二维码扫描装置设于所

述实箱投递口和实壶投递口一侧，所述二维码扫描装置的信号输出端与单片机的信号输入

端连接。

[0022] 进一步，所述远程监控终端包括监控平台和客户移动终端。

[002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24] 1、智能垃圾分类回收装置中设有各类垃圾回收箱，各个投递口处设有保护门，废

纸类反应室、废塑料反应室内设有粉碎装置和压缩装置，进入投递口的垃圾通过粉碎、压缩

进入存储腔中，以便回收人员回收，节省大量空间，增加可回收垃圾的储量，当装载量接近

80％时会向监控平台发送信息，监控平台派车进行集中回收，可极大降低运行平台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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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成本；

[0025] 2、人脸识别装置对人脸信息进行识别并将识别信息发送至单片机，客户按动启动

开关后单片机将信号传输给执行模块和信息显示屏，各投递口保护门开启，客户放入回收

物，保护门自动关闭，设备进行粉碎，破碎，自动称重计费，信息显示屏显示所称回收物体名

称及重量，计算后价格返费至客户移动终端，计数器对废电池进行计数后返还给客户一定

奖励；

[0026] 3、厨余颗粒收纳室和废油回收收纳室中从上方将实箱和实壶进去，二维码扫描装

置对二维码进行有效识别后，将信号传输给单片机，在信息显示屏上显示客户数据，自动称

重计费，单片机通过无线通讯模块将信号发送至客户移动终端，支付费用给投放者，由实箱

抓手和实壶抓手将投入的实箱和实壶运送到合适的位置，同时下方的电动伸缩推杆推出一

个空箱或空壶，有利于厨余垃圾的回收，简便快捷。

[0027] 本发明通过接收、粉碎、压缩、称重计价，自动支付等功能，可以实现各类不同可回

收垃圾的有效回收，实现循环利用、变废为宝，以有偿回收为目的，切实为垃圾分类提供更

好的便利，实现垃圾分类人人参与的快速推广和落地。

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2为本发明中废纸类反应室和废塑料反应室结构示意图；

[0030] 图3为本发明中厨余颗粒收纳室；

[0031] 图4为本发明中废油回收收纳室；

[0032] 图5为本发明的工作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描述。

[0034] 如图1至图5所示的一种智能垃圾分类回收装置，其中：包括底座1以及从左往右依

次设在底座1顶面的塑料瓶收集箱2、废纸类反应室3、废塑料反应室4、废电池收集箱5、厨余

颗粒收纳室6、废油回收收纳室7和玻璃瓶收集箱8，所述废纸类反应室3和废塑料反应室4上

方设有信息显示屏9，所述垃圾分类回收装置顶部设有太阳能发电板10；

[0035] 所述塑料瓶收集箱2前侧壁上部设有塑料瓶投递口2-1、后侧壁设有塑料瓶回收

门；所述废纸类反应室3前侧壁上部设有废纸类投递口3-1、后侧壁设有废纸类回收门；所述

废塑料反应室4前侧壁上部设有废塑料投递口4-1、后侧壁设有废塑料回收门；所述废电池

收集箱5前侧壁上部设有废电池投递口5-1、后侧壁设有废电池回收门；所述厨余颗粒收纳

室6前侧壁上部设有实箱投递口6-1、前侧壁下部设有空箱取出口6-2、后侧壁设有箱体回收

门；所述废油回收收纳室7前侧壁上部设有实壶投递口7-1、前侧壁下部设有空壶取出口7-

2、后侧壁设有壶体回收门；所述玻璃瓶收集箱8前侧壁上部设有玻璃瓶投递口8-1、后侧壁

设有玻璃瓶回收门；

[0036] 所述塑料瓶投递口2-1、废纸类投递口3-1、废塑料投递口4-1、废电池投递口5-1、

实箱投递口6-1、空箱取出口6-2、实壶投递口7-1、空壶取出口7-2和玻璃瓶投递口8-1处均

设有保护门；所述废电池投递口5-1内设有计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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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所述废纸类反应室3和废塑料反应室4中由上至下依次设置有粉碎装置3-2、压缩

装置3-3和存储腔3-4，所述粉碎装置3-2设在所述废纸类反应室3和废塑料反应室4的投递

口内侧；

[0038] 所述厨余颗粒收纳室6内腔上部设有实箱存放区6-3，所述厨余颗粒收纳室6内腔

下部设有空箱存放区6-4，所述实箱存放区6-3顶部设有实箱传输装置6-5，所述空箱存放区

6-4底面后侧与空箱取出口6-2相对应位置处设有电动推杆Ⅰ6-6；所述实箱存放区6-3与实

箱投递口6-1连通，所述空箱存放区6-4与空箱取出口6-2连通；所述实箱投递口6-1内侧下

方设有电子称重磅Ⅰ6-7；所述实箱存放区6-3中存放实箱，所述空箱存放区6-4中设有若干

空箱；

[0039] 所述废油回收收纳室7内腔上部设有实壶存放区7-3，所述废油回收收纳室7内腔

下部设有空壶存放区7-4，所述实壶存放区7-3顶部设有实壶传输装置7-5，所述空壶存放区

7-4底面后侧与空壶取出口7-2相对应位置处设有电动推杆Ⅱ7-6；所述实壶存放区7-3与实

壶投递口7-1连通，所述空壶存放区7-4与空壶取出口7-2连通；所述实壶投递口7-1内侧下

方设有电子称重磅Ⅱ7-7；所述实壶存放区7-3中存放实壶，所述空壶存放区7-4中设有若干

空壶。

[0040] 进一步，所述实箱传输装置6-5包括前后方向设置于厨余颗粒收纳室6内腔顶部的

轨道6-5-1、设于轨道上且沿轨道往复运动的的实箱抓手6-5-2和实箱抓手驱动装置。

[0041] 进一步，所述实壶传输装置7-5包括前后方向设置于废油回收收纳室7内腔顶部的

轨道7-5-1、设于轨道上且沿轨道往复运动的的实壶抓手7-5-2和实壶抓手驱动装置。

[0042] 进一步，所述实箱和实壶封口处均设有二维码，所述实箱和实壶封口处均设有二

维码。

[0043] 一种智能垃圾分类回收装置的控制系统，其中：包括人脸识别装置11、信息采集模

块、单片机、信息显示屏9、执行模块、电池模块、无线通讯模块和远程监控终端；

[0044] 所述人脸识别装置11设于所述塑料瓶收集箱2和玻璃瓶收集箱8上方，所述人脸识

别装置11的信号输出端与单片机的信号输入端连接，所述人脸识别装置11对人脸信息进行

识别并将识别信息发送至单片机进行数据处理；

[0045] 所述信息采集模块包括电子称重磅Ⅰ6-6、电子称重磅Ⅱ7-7、若干满箱模块和计数

器，所述信息采集模块的信号输出端与单片机的信号输入端连接，所述信息采集模块将所

采集到的信息发送至单片机进行数据处理；

[0046] 所述执行模块包括保护门、粉碎装置3-2、压缩装置3-3、实箱传输装置6-5和实壶

传输装置7-5，所述执行模块的输入端与所述单片机的信号输出端连接，所述执行模块接受

单片机发送的执行信号并进行执行接收信号信息；

[0047] 所述单片机的信号输出端与信息显示屏9的信号输入端连接，所述信息显示屏9接

受单片机发送的显示信息信号并进行显示；

[0048] 所述太阳能电池板10的电能输出端与电池模块的电能输入端连接；所述太阳能电

池板10将采集到的太阳能转化为电能，并将其输送至电池模块存储；电池模块分别与人脸

识别装置11、信息采集模块、单片机、无线通讯模块、信息显示屏9和执行模块之间电气连

接；

[0049] 所述单片机与无线通讯模块之间电气连接，所述无线通讯模块与远程监控终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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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通过无线信号连接，所述单片机将信息通过无线通讯模块发送至远程监控终端。

[0050] 进一步，所述信息采集模块还包括二维码扫描装置，所述二维码扫描装置设于所

述实箱投递口6-1和实壶投递口7-1一侧，所述二维码扫描装置的信号输出端与单片机的信

号输入端连接。

[0051] 进一步，所述远程监控终端包括监控平台和客户移动终端。

[0052]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及过程：

[0053] 人脸识别装置11先对客户进行身份信息的识别，客户根据不同种类的垃圾进行保

护门的启动，将垃圾放入相对应的投递口中。

[0054] 将废电池放入废电池投递口5-1内，内侧的计数器对废电池的数量进行计数统计，

根据数量对客户进行一定的奖励；

[0055] 将废纸类和废塑料分别投入废纸类投递口3-1和废塑料投递口4-1中，粉碎装置3-

2和压缩装置3-3依次对垃圾进行处理，完成后垃圾存入存储腔3-4；

[0056] 将提前装好的实箱和实壶分别投入实箱投递口6-1和实壶投递口7-1，二维码扫描

装置对实箱和实壶上的二维码进行有效识别后，并且电子称重磅Ⅰ6-6和电子称重磅Ⅱ7-7

分别对其进行称重，单片机通过无线通讯模块将信号发送至客户移动终端，信息显示屏9对

称重后的重量和计算后的价格进行显示，返费至客户，实箱抓手6-5-2和实壶抓手7-5-2将

投入的实箱和实壶运送到合适的位置，再从空箱取出口6-2和空壶取出口7-2取出相应的空

箱和空壶；

[0057] 当装载量接近80％时单片机会向监控平台发送信息，监控平台派车进行集中回

收，极大降低运行平台的管理运营成本。

[0058] 通过接收、粉碎、压缩、称重计价，自动支付等功能，实现各类不同可回收垃圾的有

效回收，实现循环利用、变废为宝，以有偿回收为目的，切实为垃圾分类提供更好的便利，实

现垃圾分类人人参与的快速推广和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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